
親愛的客戶 : 

     至2021年12月31日前訂購，並於1月10日前付款可享有早鳥優惠, 請盡速預購,謝謝！
    年花年桔會於2022年1月17日開始送貨,客戶可填寫理想送貨日期,但最終送貨日期由我司安排
     請將金額存入以下戶口 : 恆生銀行戶口 Hang Seng Bank Limited 024-255-800930-883 
   並將入數紙/記錄傳真回 3747 1780  或 電郵至 account@plants.hk 以作核對
送貨日期：*年桔類：2022年 1月17日至1月22日      *年花類：2022年1月24日至1月29日

種類名稱
大約高度

(高度僅供參考)
原價

2021年12月31日前

預訂早鳥優惠

數量
(如需借桃花樽,請)

送貨費
(請)

桃 特級大桃花 約10呎 $10,268 - 借桃花樽

花 精選大桃花 約8-9呎 $9,168 - 借桃花樽

大桃花 約7-8呎 $7,028 - 借桃花樽

一級合時桃花 6呎3吋-6呎6吋, 闊約4呎以上 $5,830 $4,950 借桃花樽

二級合時桃花 5呎6吋-5呎9吋, 闊約4呎 $4,758 $4,038 借桃花樽

三級合時桃花 5呎2吋-5呎5吋, 闊約3呎 $3,598 $3,058 借桃花樽

四級合時桃花 4呎-4呎6吋, 闊約3呎 $3,118 $2,728 借桃花樽

年 大號朱砂桔 5呎5吋 - 5呎10吋 $4,438 $3,778
桔 一號龍缸四季桔 6呎3吋 - 6呎5吋 $4,088 $3,478

二號龍缸四季桔 5呎8吋 - 6呎2吋 $3,358 $2,858
16吋四季桔 5呎3吋 - 5呎7吋 $2,788 $2,308
15吋四季桔 4呎8吋 -5呎1吋 $2,398 $2,048
14吋四季桔 4呎3吋 - 4呎8吋 $1,798 $1,528

小龍缸四季桔 4呎 - 4呎3吋 $1,728 $1,478
12吋精選四季桔 3呎5吋 - 3呎10吋 $808 $678

10吋四季桔 2呎9吋 - 3呎 $598 $508
9吋四季桔 2呎 - 2呎5吋 $518 $438

迷你精品四季桔 1呎4吋, 闊約9吋 $348 $308
板立黃菊 2呎6吋, 盆闊約10吋 $298 $258
黃芯紅菊 2呎6吋, 盆闊約10吋 $298 $258
蟹爪黃菊 2呎6吋, 盆闊約10吋 $298 $258

麗金 2呎6吋, 盆闊約10吋 $298 $258
大紅芍藥 2呎6吋, 盆闊約11吋 $298 $258
花貓芍藥 2呎6吋, 盆闊約12吋 $298 $258
蝴蝶蘭 3, 5, 8, 菖(連新年裝飾)

五代同堂 7-9寸高, 盆闊約7吋 $288 $238
五代同堂 1-1.5呎高, 盆闊約9吋 $608 $528

水仙連盆三頭 -- $528 $438
水仙連盆五頭 -- $698 $588
水仙連盆八頭 -- $938 $808

自取

另議

回收費
(請)

$280 (寫字樓)

Address  :  Room 1211, New Commerce Centre, 19 On Sum Street, Shatin, Hong Kong  Tel : 2657 3910      Fax : 3747 1780

年花年桔訂購表格

農曆新年將至，我們利生園為閣下的辦公室/ 家居，
精選了一批應節的年花及年桔，以供 貴客戶訂購。
在此，預祝  貴客戶有一個愉快的春節！新年快樂！

免費

(滿$1800)

年

花

水

仙

請將填妥之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給我們。負責同事會先與顧客聯絡，確定訂單內容、價錢及送貨日期。
**註如兩天內收不到本公司職員聯絡商討訂單事宜, 請盡快通知我們!

   $350(住宅)

不需要

總金額

$280 (寫字樓)

   $350(住宅)

送貨費  每張訂單購滿$1,800，可享免費一站送遞 
                   未滿 $1,800，各區寫字樓送貨費每次$280 ，各區住宅 $350 
                  (偏遠地區如：愉景灣，東涌及須行樓梯送貨, 則費用另議) 
回收費  各區寫字樓每次$280 ，各區住宅 $350 



17/1(一) 18/1(二) 19/1(三) 20/1(四) 21/1(五) 22/1(六)

香港區
(年桔類)

九龍及新界區
(年桔類)

香港區
(年桔類)

九龍及新界區
(年桔類)

香港區
(年桔類)

只限住宅區
(年桔類)

23/1(日) 24/1(一) 25/1(二) 26/1(三) 27/1(四) 28/1(五) 29/1(六)

待定
香港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九龍及新界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香港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九龍及新界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香港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只限住宅區

(年桔類,年花類)

年桔類 首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次選日期：

年花類 首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次選日期：

7/2(一) 8/2(二) 9/2(三) 10/2(四) 11/2(五) 12/2(六)

香港區
 九龍及新界區
 香港區
 九龍及新界區
 香港區
 待定

13/2(日) 14/2(一) 15/2(二) 16/2(三) 17/2(四) 18/2(五) 19/2(六)

待定 香港區
 九龍及新界區
 香港區
 九龍及新界區
 香港區
 待定

次選日期：

公司名稱： 客戶編號：

送貨地址：

聯絡人姓名： 聯絡電話：

電郵地址：

顧客簽署 及 日期

客戶可填寫理想回收日期,我司會盡量配合,但最終回收日期由我司安排

首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客戶可填寫理想送貨日期,我司會盡量配合,但最終送貨日期由我司安排

客戶請按以下地區編排，選擇回收日期，以便本公司作出安排。如不選擇之客戶，將由本公司自行安排。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熱線：(852) 2657 3910

**訂購一經接納，顧客不可隨意更改或要求退款。

客戶請按以下地區編排，選擇送貨日期，以便本公司作出安排。如不選擇之客戶，將由本公司自行安排。

2022年一月份送貨時間表 

2022年二月份回收時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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